
本报2月11日讯 春节氛
围正浓，今天，一位年轻妈妈却
手里抱着宝宝急匆匆跑到湖南
省儿童医院神经内科护士站，
边哭边说：“医生求求你救救我
的孩子。”值班医生听到呼救立
即查看患儿，解开严实的包被，
发现3个月大的妍妍双眼上翻，
口唇发绀， 面色苍白， 四肢抖
动，呼之不应，立即给予上氧和
止痉处理。这是捂热综合症！医
生立即对孩子进行抢救。

妍妍妈妈说， 孩子与大人
同睡，天气太冷，晚上睡觉包裹
严实。 这几天招待客人比较劳
累，晚上睡觉时没注意妍妍。今
天早上7点才发现妍妍全身滚
烫，测体温40.4摄氏度，在家里
以温水擦浴后， 送往附近医院
做退热处理。 医生体察时妍妍
出现抽搐，持续约8分钟，自行
缓解， 由当地救护车送往儿童
医院继续治疗。

湖南省儿童医院神经内科
主任杨理明诊断， 妍妍患了捂
热综合征， 也称蒙被缺氧综合
征， 是婴儿在寒冷季节中较为
常见的急症之一。目前，孩子病
情危重，已经转入ICU（重症监
护室）病房。

省儿童医院神经内科主任
杨理提出几点建议：首先，孩子
并不是穿得越多越好。其次，宝
宝发烧不能捂太多， 正确方法
应该是把孩子的衣服略微解
开，让宝宝充分散热，而手脚要
保暖。再次，婴儿不能与大人同
睡。 发生捂热综合征时应立即
解松包裹，物理降温，冷毛巾或
冰垫置额部，不要使用发汗药，
以免引起虚脱加重病情。 有条
件者立即给氧， 可以提高血氧
分压、血氧饱和度和血氧含量，
改善机体缺氧症状和呼吸状
态。 积极补充水分， 纠正酸中
毒。■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刘娇

湖南省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2019）公布：毕业生就业率超本科

高职院校已成技术创新“孵化器”
湖南在建的卓越

高等职业院校21所，
一流特色专业群138
个； 毕业生初次就业
率超过本科， 本省就

业比例达58.4%；全国技能大赛获奖总数位列全国第
一 ———这是湖南高等职业教育递交的2018年度“成
绩单”。2月11日， 三湘都市报记者从湖南省教育厅获
悉，《湖南省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2019）》（下
称《报告》）已经出炉。数据显示，我省现有高职高专院
校70所，在校生数56.04万人，办学规
模排全国第5位。 ■记者 黄京

本省就业率达58.4%

【数据】 2018年， 新增与区域
主导产业对接的专业点150个，撤
销与区域主导产业相关度不高的专
业点71个， 专业点总数达1686个，
本年度共有84400名毕业生留在湖
南就业， 占就业毕业生的58.4%。
2018年，全省高职院校横向技术服
务到款额、 技术交易到款额分别达
25552.98万元和11696.10万元，较
上年增长66.04%和160.15%， 横向
技 术 服 务 产 生 的 经 济 效 益 达
93284.31万元。

【案例】 我省高职院校培
育出多名“大国工匠”，湖南铁
道职业技术学院机械制造专业
毕业生高爱明就是其中一位。
她是昆明铁路局昆明工务机械
段目前唯一的“90后”女司机，
凭借过硬的专业技能， 完成铁
道线捣固作业3000余公里，先
后荣获全国最美青工、 全国青
年岗位能手等荣誉称号。

【数据】 2018届毕业生就
业率为88.12%，比本科生就业

率（87.39%）要高。2018届毕业
生就业起薪点为3183元，比上
届高出149元， 增幅为4.9%。
2018年全省学生专业技能抽
查合格率为96.46%，34所学校
学生专业技能抽查合格率达
100%。在被称为职教界“奥赛”
的全国技能大赛中， 湖南高职
院校共获得一等奖34个、 二等
奖66个、三等奖51个，获奖总数
达151个，列全国第一。

就业率略高于本科生

一流特色专业群建设全面启动

【案例】 湖南商务职业技
术学院建立湘商文化院、 湘商
创业院、公益活动基地、湖南商
会四大湘商文化育人阵地，开
设教学课堂、活动课堂、实践课
堂、 网络课堂四个湘商文化育
人课堂，着力打造“湘商”专业
群，形成了与“湘商”高度对接
的专业结构，学院现代商务、商
贸流通、 旅游管理三个专业群
被确定为湖南省高等职业教育
一流特色专业群建设项目。

【数据】 2018年全面启动

高职院校一流特色专业群建
设， 共立项一流特色专业群建
设项目138个，与湖南战略性新
兴产业紧密对接。 特别是湖南
一流特色专业群中立项了“湘
绣”“湘菜”“湘瓷”“湘茶”“湘
戏” 等一批服务地方特色产业
的“湘字牌”专业群。同时，立项
了“湘铁”“湘工”“湘商”等一批
服务先进轨道交通装备、 工程
机械等新兴优势产业的“湘字
牌”专业群。一流“湘字牌”特色
专业群总数达20个。

建设教学标准，打造“金课”

【案例】 湖南环境生物职
业技术学院对2017-2018学年
学业成绩未达到要求的22名学
生予以退学、40名学生进行留
级； 长沙民政职院对未修满学
分的学生发出“退学警示”；湖
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实施
三级学业预警制度， 学校和家
庭合力对学生进行警示教育。

【数据】 2018年， 全省高
职院校立项省级精品在线开放
课程200门，自主建设校级精品
课程3586门； 先后开发省级专
业教学标准15个、 专业教师培
训与考核标准45个、 专业技能
抽查标准59个、 对口招生考试
标准17个，承担开发（修订）国
家专业教学标准53个。

【案例】 湖南现代物流职
业技术学院与安吉智行物流
有限公司、苏宁物流有限公司
合作，构建“双导师+三融合+
多证书”培养模式，开展现代
学徒制培养。学校现有现代学
徒制学生80名，其专业技能普
遍高于普通班学生。2018年，
现代学徒制学生在湖南省第
三届大学生现代物流设计大
赛中，与58所本科院校的学生
同台竞技，荣获一等奖。

【数据】 2018年， 湖南立
项国家现代学徒制试点学校10
所，立项数在全国排名第三，立
项总数达19个， 在全国排名第
五； 立项省级现代学徒制试点
项目24个； 市校两级现代学徒
制试点专业达115个。全省高职
院校订单（定向）班级数达1960
个，订单（定向）学生数为90993
人。 全省高职院校与相关企业
合作共建“湖湘工匠”培养基地
764个、大师名师工作室362个。

校企合作培养“湖湘工匠”

声音

湖南省教育厅职业
教育与成人教育处处长
余伟良介绍， 今年是我
省第八次发布高等职业
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报
告》 全面梳理展示了奋
进中的湖南高等职业教
育的诸多亮点。 在他看
来，2018年，我省职业院
校围绕我省支柱产业结
构调整进行专业调整，
根据产业办专业， 服务
产业谋发展， 积极增强
与产业的融合能力。“可
以说， 高职院校人才培
养质量跃上了新高度，
已成为技术技能人才的
‘蓄水池’、 技术创新的
‘孵化器’、 打赢脱贫攻
坚战的‘助推器’。”接下
来， 我省还将以改革为
抓手，以创新为动力，奋
力办好新时代职业教
育， 为各行各业培养高
素质的产业生力军，为
湖南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
撑。

“蓄水池”“孵化器”

天寒地冻居然“中暑”
三月大的婴儿住进ICU
医生提醒：孩子并不是穿得越多越好

2016届 2017届 2018届

本报2月11日讯 今天，省
统计局发布数据，湖南省2018
年人口出生率为12.19‰，这是
自2010年以来首次低于13‰，
但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国
人口出生率为10.94‰）。

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
数据推算，我省20至40岁育龄
妇女人数在2011年达到历史
峰值后逐年下降， 近年来每年
登记结婚对数也呈现快速下降
趋势。2018年， 我省已婚育龄
妇 女 的 人 数 比 上 年 下 降
5.49%， 准予结婚的对数比上

年下降8.33%， 两者均创2010
年以来历史新低。

与上年相比，2018年我
省0至14岁人口、60岁及以上
人 口分 别增 加 80.16万 人 、
30.40万人， 而劳动年龄人口
减少71.94万人。这表明，我省
劳动力资源优势在不断减
弱，社保支出压力不断增大，
总抚养系数较低的人口红利
难以持续， 人口老龄化对社
会发展产生的深层次影响将
越来越明显。

■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赵宏

2018年我省人口出生率12.19‰
降至2010年以来最低，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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